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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我到武汉后第一

天正式上班，上班时间从早上

8点到下午2点。早晨7点不

到，我吃过早餐后，就跟同事

们坐车来到医院。穿上防护

服、戴上护目镜，进入了武汉

市协和医院西院区的重症科，

和上一班同事交接，负责新冠

肺炎重症患者的护理工作。

由于是第一天在这里上

班，我对这里的一切都很陌

生。我第一时间熟悉病人，阅

读上一班同事的护理记录单，20

张病床都睡满了病人，医护人

员忙忙碌碌，都是跑着工作的。

今天，我负责两位男性病

人的护理，他们大约50多岁，

用药后静静躺在床上，身上连

着各种仪器，我需要时刻关注

他们生命体征，及时作出相应

处理。

护理过程中，病人需要吸

痰，虽然现在采取的是密闭式

吸痰，但也存在很高风险，我

跟他距离这么近，吸痰过程中

的飞沫有可能感染我。

想想自己来的初心和使

命，我不觉得害怕，作为一名

专业的医护人员，来到一线抗

“疫”，不就是为了救死扶伤

吗？更何况我穿着防护服，操

作过程小心处理就可以了。

六个小时穿着防护服，硕

大的口罩、眼罩，时刻绷紧的

神经，让我在上班时一刻都不

能停歇，工作中跑来跑去，不

一会身上就全是汗，眼罩也起

雾了，又不能擦，只能忍着，用

眼睛余光继续盯着。

因为穿着防护服，所以我

们不能喝水，不能吃饭，只有

等六个小时结束，交接完工作

回到酒店后，才能喝上一口

水，吃上一口饭。

当天，交接完工作回到酒

店已经是傍晚6点多了，我照

着镜子才发现下巴被口罩勒出

了一块红印，久久没有散去，我

用水洗了好久，找了一块小布，

打算明天上班的时候可以垫一

下。心里给自己鼓劲：加油！

■陈铭乐在武汉市协和医院工作中。 (受访者供图)■陈铭乐在武汉市协和医院工作中。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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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南海

2小时集结 南海60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武汉，我们来了！”2月13日中午12时，南海60名医护骨
干紧急集结，驰援武汉，对口支援武汉市第一医院。

与疫情赛跑，时间就是生命！
从接到消息到60名医护骨干初步名单出炉，南海用了2个

小时。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行动更快，从接到正式通知，到确
定名单，只用了15分钟。

一夜之间，集结完毕，背后是众多医护工作人员的不眠夜。
这一晚，有人忙着电话联络，调度防疫资源。
这一晚，有人忙着整理行装，筹集物资。
这一晚，有人激动，有人不舍。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当抗疫集结号再次吹响，紧急出

征的医疗队员们斗志昂扬，他们齐声高呼：“武汉加油”“中国加
油”！

当日，广东省佛山市支援湖北医疗队共派出322名医护人
员，出征奔赴“战疫”一线。

2月12日晚上10时许，南海区

卫健局接到消息称，佛山将组建医疗

队伍驰援武汉。

尽管正式通知还未下发，但南海

区卫健局以及区内医院已经进入了

“战时状态”，只要召集令一下，便火

速集结。

当晚12点，正式通知下发，南海

需派出60名医护人员火线驰援湖

北。

负责通知各医院的南海区卫生

健康局医政医管科副科长朱淦平开

始了一夜的忙碌。他迅速将出征需

求通知到区内6家符合条件的医院：

南海区人民医院需要征集9名医护

人员，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10名，

南海区妇幼保健院8名……

一声号令，多方驰援。6家符

合条件的医院很快从各自之前的请

战书名单中筛选出符合要求的医护

人员。

“当接到出征人员名单后，我就

用了15分钟，便把10名出征医护

人员通知到位。”广东省中西医结合

医院院长谢兵说，每个人接到通知

没有一刻犹豫，表示随时可以出发。

13日凌晨2时，60名医护人员

名单基本敲定。

“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

国胜。南海已把最硬的鳞给了武汉。”

南海区卫健局局长孔小燕表示，疫情

来时，南海的医护人员召之即来、来之

能战、战之必胜，这60名医护人员代

表了全体南海医护人员的精神风貌，

他们虽然不在湖北，但心却无时无刻

不和湖北人民相连。

短短 2小时，为何能迅速集结

60人的医疗队伍？

这与之前南海提前筹谋以及各

家医院医护人员递交“请战书”有关。

为更好更快地驰援湖北，2月12
日中午，南海向区内医院发出征召令，

不到2小时，一支38人的后备梯队已

集结完毕，随时准备奔赴战场。

区内各家医院也很早进入了“战

时状态”。

早在2月8日，广东省中西医结

合医院便发出驰援湖北后备人员紧

急征召令。短短1小时内，便有262
名医护人员报名。

“我做了近30年医生，作为一个

老同志，同时也是湖北孝感人，此战

非去不可，我一定会带领好兄弟姐妹

们并肩战斗，打赢这场仗，安全回

来！”该院感染科主任黄腊平说，接到

通知后，他立即收拾行装。

无独有偶，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

在1月28日也发出征召令，短短两

日，便已经有超过100位医护人员报

名。

“作为一名党员，我时刻都在准

备着！”在急诊科工作了8年的邓文

福，是该院的一名男护士。当2月

13日凌晨接到通知后，他觉得终于

可以如愿以偿，奔赴抗疫最前线与病

魔战斗。

“我已经完全做好了思想准备

的，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我一定要

全力以赴，不辱使命。”尽管凌晨接到

通知，但南海区人民医院院呼吸内科

主治医师余成标却没有一丝不耐烦，

相反，他战意正酣！

13日下午，白云机场，60名医护

人员集结出发。此时，随行的物资也

已整装待发。

从12日晚接到通知后，南海疫

情防控指挥部物资保障组便开始紧

急调度防护物资，直到昨天10时许，

N95口罩、防护服、手套、护目镜等防

疫物资才得以备齐。“他们是最前线

的战斗员，我们一定要做好后勤保

障，让他们无后顾之忧。”孔小燕说。

对各家医院的筹备工作人员来

说，12日晚也是一个不眠之夜。

13日中午 12点半，负责置办

11名同事生活物资的梁肖虹松了口

气。

梁肖虹是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

医院总务科副主任，12日晚上9点，

她接到院长一通急电，要她当晚备好

一人份出发湖北的生活物资。

梁肖虹立即驱车前往卜蜂莲花，

商家正准备关闸停止营业。一听说

是为驰援湖北医生置办行头，毫不犹

豫拉闸并协助购买。

10点半，院长再来电话，1人份

变6人份，置办时间从当晚变隔天11
点；13日凌晨3点，6人份变11人份。

“那么短时间去哪里找齐物资？”

梁肖虹瞬间没了睡意，掏出手机寻找

购买渠道。

13日7点半不到，梁肖虹出现

在卜蜂莲花门口，买到第一批物资；

10点左右，她又转战迪卡侬，敲门让

准备营业的服务员提前开放购物通

道；10点半，她再次求助卜蜂莲花万

科店店主调配佛山门店物资。

11点半前，梁肖虹终于为11个
出征的同事买到了防寒衣、行李箱、

防寒内衣、背囊、成人纸尿裤和一次

性内衣、一堆食物。

这些食物，由梁肖虹和11名同

事快速打包，送往白云机场。在那

里，60个满载同事关爱的大包裹顺

利集结。

在梁肖虹置办物资的同时，其他

医院也在同步置办物资，在医疗队员

登机时，这些物资随机同行。

出征前，六家医院各自为驰援

湖北的医护人员举行了简单而隆重

的送别仪式。

在广东省中西结合医院，院长

谢兵拿起了理发器，给队员们剪头

发。

“进入隔离病区，需戴一次性工

作帽，将头发完全包裹，如果帽子包

裹不住头发，或者头发厚重容易滑

落，会造成污染。而且每次从隔离

病房出来，我们都要洗澡，长发打理

起来会‘累赘’。节省的时间，可以

处理突发状况。”该医院感染科护士

长刘旺蝶坚定地说。

“逆流而上，义无反顾。今之削

发而逆行者，何尝不是如此……”南

海人民医院人事科医生有感而发，

为出征湖北的同事写了一首加油鼓

劲的诗，祝愿他们平安凯旋。

13日中午12时30分，距离去

武汉的航班出发还有3小时，南海迎

宾馆迎宾厅门前，60人的医疗队伍

雄壮豪迈，明知此役艰险，充满风

险，他们却依然毫不犹豫，奋不顾

身。

60人中，有经验丰富的主任医

师、有参加工作刚满一年的年轻护

士，有抗疫战斗打响以来一直奋战

在急诊、发热门诊的医生……

送行现场，男队员都剪了寸头，

而女队员剪了一头飒爽短发，让人

感到朝气蓬勃。

“突然从正太风转向硬汉风，天

啊！我要爱上我自己了。”出发前，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护士陈林帆

在医院把自己的头发剪短了。

出生于1995年的陈林帆参加

工作将近两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她一直希望去武汉，用自己的专

业能力支援这场抗“疫”战。

昨晚，陈林帆接到医院电话，得

知自己被选派支援湖北，她立马答

应了。“我爸爸是一名军人，从小他

就教育我，要热爱祖国。疫情当下，

我必须去战斗，我一定竭尽全力。”

“我的女儿最棒了，在人民最需

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在前，贡献自己

的力量。放心去武汉工作，家里的

事不用担心，妈妈帮你照顾着。”广

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护士周燕平

的一家人来到了送行现场。

周燕平的母亲说，12日晚上接

到女儿第二天到湖北支援的信息

后，整夜未眠。“早上6点不到，我和

她爸爸、弟弟就来到女儿家里，还给

她带了一些生活上的物资。”

周燕平两岁八个月的女儿也来

到送行现场，小宝贝向妈妈伸手表

达不舍，周燕平将女儿揽入怀中，轻

轻地吻了下孩子的脸。

“宝宝，妈妈要去和病毒坏蛋打

仗，很快就回来了。一定要听爸爸、

外婆的话噢。”周燕平说，家人的鼓

励让她充满了信心，她相信自己一

定能完成任务，回到家人身边。

收起眼泪、作别家人、穿上战

衣、背上行囊，13日下午1时，南海

60名白衣战士向武汉出发。

2月13日下午1时，如果前一天

没有接到电话，黄腊平此刻应该在门

诊准备接诊。而此时，他却忙着打电

话给医院同事谢娟娟，让她帮忙替

班。

黄腊平是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

院感染科主任。“我接到电话的时候

已经太晚了，来不及停号，只能找同

事帮忙，虽然我要奔赴前线，但我不

能让患者等待。”

不管何时何地，黄腊平一直坚

持对患者负责，这是他的职业操

守。但自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

来，他觉得自己应该做得更多。

2月8日，医院微信群发出驰援

湖北后备人员紧急征召令后，他第

一时间报名。“我是一名医生，也是

一名湖北人，同时还是一名老党员，

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黄腊平

说。

近乡情更怯，此刻的他心情复

杂。“我做了近30年感染科医生，作

为一个老同志，作为南海区医疗队

的副组长，我一定会肩负重担，带领

兄弟姐妹们并肩战斗！打赢这场

仗，安全回来！”

“要去前线了，但也不能让本地患者等”

“你爸爸的手术我安排！”

1月26日，广东省人民医院南

海医院发起支援湖北的号召，急诊

科主治医师吴仁杰首先报名。

2月13日凌晨1时20分，吴仁

杰等到了出发的消息。但是，吴仁

杰走得不安心。

父亲身体抱恙，马上就要进行

一场生死攸关的大手术。他的担忧

被同院急诊科主任医师严建威听

见。严建威说：“放心出发，你父亲

的手术我来安排。”

吃下定心丸，他走向客厅，在小

黑板写下“明天我要出发湖北，住院

去找找严主任，他会安排好的”就算

告别了父母。

“父母身体不好，不敢提前透露

计划。”吴仁杰说，见字如面，或许大

家都好受些。

“文文，妈妈等不及你回来了！”

在接到出发通知时，南海区妇幼保

健院产科ICU副护士长张秋萍匆匆

忙忙就出发了，还没来得及与儿子

见上一面，只留下了一张字条。

在字条里，她这样对儿子说：

“战场比你更需要妈妈，咱们微信

见。”说完，还鼓励儿子，“你是大哥哥

了，你可以照顾好自己的，加油！”

张秋萍说，自己是一名党员，从

疫情发生的那一刻，她就已经做好

了心理准备，要加入一线工作。她

对儿子说，“照顾好自己，让妈妈没有

后顾之忧，就是对我最大的激励。”

虽然没有来得及见上一面，但

张秋萍很乐观，她与儿子约定，“你

开学的时候，就是妈妈回来的时

候。”

数百医护人员
写下“请战书”请战

连夜筹备物资
确保后顾无忧集结

剪发明志
愿你平安去平安回出征

“战场比你更需要妈妈”

花絮

——南海区驰援湖北武汉医疗队协调组组长、南海区人民

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梁永锋

我们将全力以赴，不辱使命，不辜负人民期望，一定

能在这场艰苦而凶险的战役中平安归来。“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感染科主任黄腊平

我做了近30年医生，作为一个老同志，作为队长，要

肩负重担，一定会带领兄弟姐妹们并肩战斗！打赢这场

仗，安全回来！

——南海区妇幼保健院产科ICU副护士长张秋萍

作为一名党员，从疫情发生那一刻，我就已经做好了

心理准备要加入一线工作。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护士陈林帆

我很爱我的祖国，疫情当下，我必须去战斗。我爸爸

是一名军人，从小他就教育我，要热爱祖国，这次被选派

到湖北，我一定竭尽全力。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感染科护士长刘旺蝶

剪了短发显得更加有朝气，也方便工作。这次驰援

武汉，希望尽快融入工作，尽自己的一份力。

——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师邓文福

我老婆也知道在这样的关头应该冲锋在前，有她在

家我很放心，她就是我最坚强的后盾！

——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护士陈颖诗

那时候看医疗剧，就觉得医护人员都很神圣。这一

次凌晨接到电话，就真的是体验了一把On Call的滋味！

——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何浩然

属于自己的使命到来了，国家需要，我们必须应召。

■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心外科护士周燕平的家人带上小孩

来为她送别打气。 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摄

■出发前，佛山市南海区妇幼保健院的同事与出征队员互相拥抱。 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摄

■南海区派出的60名医护人员坐车前往广州白云机场，与其他

驰援湖北的医护人员队伍集结出发。

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摄

■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护士送别即将远征的同事。

珠江时报记者/周钊泷摄

■为了防止污染，减少打理时间，许多医护人员剪了短发。

(通讯员供图)

■收到出征通知后，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夜班同事们立刻

帮出征的队员收拾防疫物资。 (通讯员供图)


